澎湖縣 108 年度第 1 次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 年 4 月 24 日下午 3 時正
貳、 地點：本府第 3 會議室
參、 主持人：賴召集人峰偉

紀錄：宋玉文專案社工員

肆、 出席人員：如附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
歡迎本會第 8 屆委員會新團隊的成立，感謝委員們撥冗與會，
本縣人口逐步成長，如何讓年青人根留澎湖、老幼皆能在友善
環境得到適宜照顧，須靠縣府團隊推展性別友善的政策措施，
期許本縣各個面向的權益與福祉，都能藉由性平政策的順利發
展而推行落實，讓我們共同創造性平友善的社會。
陸、 頒發聘書暨合影：
本會第 8 屆外聘委員名單：曾淑惠、洪嬡慧、陳玉珍、許珮
綺、許淑芳、黃美芳、顏娟娟、金玉美、陳惠蘭。
柒、 業務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委員建議：
洪嬡慧委員：消防局火災鑑定委員會有 1 名女性委員，請修正
性別比例。

主席裁示：
一、 請文化局擴大宣傳假日電影院，地點可自 6/1 或 7/1 始
於演藝廳播放，播放影片於主管會議討論。
二、 請各局處委員會盡力達成任一性別比例超過 1/3，且女
性委員人數勿為零。
三、 請消防局修正該委員會性別比例數據。
四、 各單位工作報告同意備查，請持續確實按照主題報告及
未來工作規劃執行，以落實性別平等。

捌、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一、107 年第 3 次會議討論提案執行情形
案由

辦理情形

案由一：有關賡續輔導民間 社會處：
團體辦理 108 年度 賡續菊島她市集弱勢婦女創業，改善
假日暨節日菊島她 弱勢婦女長期受政府經濟扶助的狀況
市集計畫，以提供 規劃系列活動，108 年 3 月 9 日已配合
弱 勢 家 庭(特 殊 境 慶祝 38 婦女節辦理 1 場次，後續配合
遇、身心障礙、中 花火節活動 22 場次，3 至 7 月共規劃
低收等)、新(原)住 40 場次。
民家庭、失業或中
高齡勞工、自產自
銷小農等對象，於
全 年 度 每 週 五~日
之假日及配合本縣
各項節日慶典活動
期程，擺攤販賣自
製品學習創業。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請農漁局持續借用史

建議列管情形

解除列管

蹟公園作為活動場
地，各局處可結合宣
導，請各單位輔導轉
介符合資格之弱勢家
庭或失業勞工參與，
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府推動性別 (一)
平等業務—強化公

性別主流化工具課程預計辦理 解除列管
期程：

務人員及性平業務 1.人事處：
人員性平意識之建 (1)查行政院 107 年 10 月 30 日院授人
議案，提請討論。
決議：

培字第 1070054929 號函，公務人員每
年必須完成課程為 10 小時，其中民主

一、 依據「108 年度澎湖縣 治理價值程為 5 小時，無侷限於性別
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政 化課程內容。
策網絡合作計畫」及 (2)另查行政院各機關公務員性別主流
「澎湖縣政府 108 年度 化訓練計畫，一般公務人員每年應施
澎湖縣政府推動各機 以二小時以上之課程訓練。
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3)本府 108 年精進躍升活動實施計
畫」，各局處在其專業 畫，本府組裝課程已排定 3 小時性別
領域皆為主責單位， 主流化課程。
所辦理之性平課程內 (4)本府業於 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上架
容迥異，與其專業內 性別主流化進階課程供辦理性別業務
涵相關，社會處僅能 同仁選讀。
辦理概念課程，惠請 (5)後續相關性別主流化課程將以本府
各局處依業務相關內 年 度 公 務 人 員 訓 練 實 施 計 畫 參 採 辦
容 規 劃 性 別 平 等 課 理。
程 ， 以 協 助 同 仁 理 2.社會處：
解。
二、

(1)5/13-5/14 辦理性別主流化課程。

本府各局處及所屬二 (2)6/13-6/14 辦理 CEDAW 課程。

級機關各自辦理 1 小時 3.主計處：
性別實體課程，並自行 參與社會處 5/13 及 5/14 舉辦之性別主
登錄臨時人員時數，所 流化工具課程。
辦課程除自行通知他局 4.行政處：
處參與，亦可通知社會 有關性別主流化工具-性別影響評估，

處代為轉知。
三、

其相關課程，請同仁自行登入 e 等公

性別主流化主責單位 務園學習有關「性別影響評估」相關

請自行辦理性別主流化 課程；另本府已於 e 等公務園架設
工具相關課程。
四、

其餘照案通過。

「澎湖縣政府 108 年度性別主流化進
階課程數位學習-性別影響評估理念與
實務」，供本府辦理性平業務人員進階
訓練之用。
(二)

各局處預計辦理 CEDAW 課程期
程：

1. 工務處：尚在規劃中。
2. 文化局：1 小時性別實體課程將併入
年度例行員工教育訓練辦理，期程
另訂。
3. 主計處：參與社會處 6/13 及 6/14 舉
辦之課程。
4. 民政處：錄案研議中。
5. 行政處：本處人員目前仍以數位課
程為主要學習方式，後續將視主管
工作會報開會狀況，評估辦理相關
實體課程之可行性。
6. 車船處：尚在規劃中。
7. 建設處：本處人員將優先配合參與
社會處於 5 月 3 日舉辦之「108 年度
性別教育種子教師人力培訓實施計
畫」及日後辦理之性別平等相關課
程。
8. 政風處：配合辦理。
9. 旅遊處：目前無相關計畫。
10. 消防局：配合本局 108 年上半年消
防人員常年集中訓練，外聘講師主
講，預計辦理課程(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CEDAW 教育訓練日
期如下:(04/25)(5/2)(5/9)各分 3 梯次
預計 169 人次參與。

11. 衛生局：與消防局合作辦理。
12. 財政處:本處配合人事處 108 年數位
學習課程辦理。
13. 教育處：本案尚在規劃中。
14. 稅務局：預計於 108 年 7 月配合本
局「為民服務講習」合併辦理。
15. 農漁局：人事室將配合(108)年 12
月環境教育課程時辦理 CEDAW 實體
課程。
16. 環保局：尚在規劃中。
17. 警察局：預計辦理家暴防治專業訓
練 7 小時，性侵整合隊服務專業訓
練 7 小時，其中含括 CEDAW 課程 2
小時。
案由三：提請討論本縣 108

社會處：依計畫確實執行中，請各局 解除列管

年度性別平等施政 處持續辦理。
計畫。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單位
確實依照年度計畫落實辦
理。
案由四：提請討論本縣 108

社會處：依計畫確實執行中。

解除列管

年度婦女福利施政
計畫。
決議：照案通過。

委員建議：
洪嬡慧委員：部分單位在辦理課程部分未有計畫或尚在規劃
中，請落實規劃。
主席裁示：
一、 請尚未具體規劃 CEDAW 課程之單位，自行辦理或與其他
局處合作辦理，亦或參與社會處辦理之課程。
二、 全數解除列管，持續辦理之案件請業務單位積極續辦。

玖、 報告案：
一、108 年第 1 次各分組會議辦理情形
(一) 報告事項：
有關 108 年度第 1 次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各分組辦理分
組會議，及會議紀錄函報情形，說明如下：
1. 就業、經濟與福利組第 1 組第 1 次分組會議於 108 年 3
月 20 日開會，會議紀錄如附件 1。
2. 家庭、教育與文化組第 2 組第 1 次分組會議於 108 年 3
月 26 日開會，會議紀錄如附件 1。
3. 健康、醫療與照顧組第 3 組第 1 次分組會議於 108 年 3
月 12 日開會，會議紀錄如附件 1。
(二) 說明：各分組會議進行方式於本次會議共同提案(案由 2)
討論。
二、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原訂 5/28 於本縣開設「地方性別平等
業務研習班」
，改至 8/13(二)辦理，開課資訊後續將由人
事處函轉知會各局處。
決定：
一、 各分組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二、 請各位委員及各局處性平業務人員報名參與 8/13 行政院
性別平等處辦理之「地方性別平等業務研習班」。

壹拾、 討論議案：
案由一：為檢陳 107 年度澎湖縣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
計畫成果報告，提請討論。
提案分組(單位/人)：社會處
說明：
一、 依據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

輔導獎勵計畫及本府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網絡合作計畫於
前一年底制定本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辦理。
二、 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分由人事處、社會處、行政處及
主計處主責，各局處配合辦理。
三、 請參閱 107 年度本府性別主流化實施成果報告。
辦法：
一、成果報告決議通過後刊登本府性別平等專區，請各局處
下載參考運用。
二、請各局處依辦理成果及評比情形，並參考直轄市或其他
縣市政府之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逐步改善性別主流化
推動實施內容。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各局處持續加強辦理。

案由二：有關本會各分組會議建立提案及專題機制一案，提請討
論通過。
提案委員(單位)：社會處
說明：因應每年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篇具體行動措施之增修，
檢視各分組局處針對主題篇章增修條文之落實情形，以利
性別政策推動。
辦法：
一、各分組針對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內容條文，於逐次會議進行
提案或專題報告，說明目前執行情形、困境與挑戰、及所
需資源等，並進行創新及改善討論。
二、請各分組委員檢視提案及專題資料，針對該重點議題提出
建議，並列表追蹤後續改善情形。

決議：
一、請各分組確實按機制辦理。
二、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本府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參訓性平課程相關事
宜，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依據「109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
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以下稱本計畫)辦理。
二、為利本縣考核奪得佳績，請各局處依考核項目內容配合辦
理。
辦法：
一、依據本計畫內容，請各局處依業務範圍確實辦理執行。
二、因本計畫第二、(二)項「性別意識培力課程參訓及辦理情
形」中定義，公務人員包括正式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請各局處督促約聘僱人員確實完成人事處組裝之性平數位
課程。
三、自 106 年迄今尚未參與 CEDAW 實體課程之公務人員及約
聘僱人員請務必上課，本處於 6/13-6/14 開設 CEDAW 實體
課程，因名額有限，請今年確定無法自行開課之局處轉知
所屬相關同仁報名參與。
決議：
一、 請各局處確實轉知所屬相關同仁務必報名參與性平課程。
二、 照案通過。

案由四：有關各局處填具本縣性平業務活動執行成果表一事，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依據「109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
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以下稱本計畫)辦理。
二、為提升本縣辦理性別平等工作品質，並豐富本縣性別平等
人才資料庫，請各局處配合填具執行成果表。
辦法：
一、請各局處依本計畫第二、三及五項規定辦理課程及宣導活
動，課程須具學習回饋問卷分析，並請務必於辦理前後填
具本縣性平業務活動執行成果表(如附件 3，P.96)。
二、依本計畫第五、(一)、2 項及五、(二)、1 項，如辦理非宣
導類之性別相關政策措施，亦請填具本縣性平業務活動執
行成果表。
三、自 108 年第 2 次會議通知各局處資料附件，增設本縣性平
業務活動執行成果表。
決議：
一、請各單位於各項性平業務、活動及措施，執行後均須填具
性平執行成果表。
二、照案通過。

案由五：有關「109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
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提報性別平等創新獎及故事
獎一事，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本次(109 年)考核本處將提報「性別平等創新獎」，鼓勵各

局處提報「性別平等創新獎」及「性別平等故事獎」。
二、為鼓勵各局處提報參賽，擬予敘獎，參賽獎：主筆者記嘉
獎 2 次，協辦人員、業務督導主管及局處正副首長各記嘉
獎 1 次；若參賽得名，主筆者記功 1 次，協辦人員、業務
督導主管及局處正副首長各記嘉獎 2 次。
決議：依本縣頒定之獎懲辦法，另案簽會人事處，送請縣長核定
後，函發各單位實施。

案由六：有關本會組成 LINE 群組便於溝通聯繫，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 有鑑於外聘委員間方便聯繫討論，擬由社會處協助建立
LINE 群組，以利委員間意見交流。
二、 擬另成立各局處性平聯絡人 LINE 群組，以利提升業務間溝
通交流之效益。
洪嬡慧委員補充：
婦權業務須經由中央考核，故固定辦理委員會及分組會議，希
望各局處重視及配合，提升本縣成績。因本會外聘委員欲積極
協助，故提議成立 Line 群組以互通有無及討論，望各局處積
極配合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壹拾壹、

臨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本縣公園綠地環境及設施設備加強維護以利婦幼安
全一事，提請討論。
提案人：曾淑惠委員

說明：
青青草原具遊戲設施及簡易健身器材等友善便民設施，提升本
縣對婦女及孩童友善程度。但近期發現環境須加強改善，雜草
生長整理不及，如文澳國小附近夜市公廁不足、環境髒亂。社
區中有綠地及相關運動設備本為美意，但須經常整理維護，可
請擴大就業人力協助，另外亦須加強燈光照明。而目前尚無相
關議題分組，不知如何在婦權會中反映此事。
回應：
一、行政處洪處長棟霖：
委員提案甚為重要，如今年農曆年前向縣長反映本府管理
3 座停車場燈光亮度不足，致婦女夜間不敢使用停車場，
縣長立刻要求建設處限期 4 日內全面粉刷高亮度油漆，並
增設加倍照明，此為友善婦女環境具體行動。加強公園夜
間照明確實必要，未來若有相關問題，歡迎撥打 1999 專
線，本次委員建議將轉知林務公園管理所。
二、農漁局陳局長晶卉：
與委員說明，林務所為本局二級單位，於青青草原進行髒
亂點清理，由於人力有限之故目前採分批清理，若有部分
草地生長特別快將加強處理，公園燈光設備後續亦將再加
強。目前民眾對休閒需求空間較大，故本局在部分屬公有
土地之青青草園加增遊憩設施，將其公園化。擴大就業人
力從 5 月開始，5 月後人力較足夠，委員建議的部分將再
加強處理。
三、業務單位(社會處)：
婦權會原預定有 7 組，本縣先成立 3 組，後續將再逐步推
動成立 7 組，委員所提之建議歸屬於「環境、能源與科技」
組，未來若建置完成，便能細緻化各項議題。

決議：請農漁局林務公園管理所參採辦理。

壹拾貳、

主席結論：

性別平等工作主要依行政院頒布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七大面向
推動，與各局處皆有關連，今日眾多局處主管參與，希望主管重視
性平業務，也請性平業務承辦人員積極辦理相關措施、宣導訓練並
登錄成果，各位的每一分投入都是對澎湖的建造，讓我們彼此勉勵
與幫助，建構出人人互益的社會，成就一個幸福理想、性別友善的
菊島。

壹拾參、

散會時間：下午 4 時 30 分

